
王陽明的致夏知

文學院國文系 e

陳郁夫

明代新儒學到王陽明才面目一新，聲光萬丈。在他之前，學者，陷守程朱遺訓，

躬行實踐而已;到他之後，學者脫離寞白，自標宗旨，雖不一定承繼象山， {且多不

再盲從程朱。在他之前，只有少數人如吳康齋、陳白沙、醇敬軒等講學論道，其餘

絕大多數人，無非是藉孔孟程朱以搏敢功名利除;在他之後，私人書院紛紛設立，

朝廷欲禁而未能，講學盛極一時，真正志道向學的人不少，形成一個活活糟糟的文

化連動。

一、成學與立教

「先生之學，始泛濫於辭章，繼而編讀考亭之害，循序格物，顧物理、吾心終

判為二，無所得入。於是出入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處因，動心忍性，因念聖人處

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一一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學凡三

變，始得其鬥。(註一) J 黃宗義在明儒學案如此敘述陽明的成學經過。

「自此(指三十七歲龍場悟道)之後，盡去枝葉，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為學

的。有未發之中，始能有發而中節之和。視聽言動，大率以收斂為主，發散為不得

已。江右(指四十六歲啟兵江西)之後，專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

不習不慮出之，自有天則。蓋良知F!D未發之中，不2頁更主於收斂。此知自能發散，

不贊更自發散。收飲者感之體，靜而動也;發散者寂之用，動而靜也。知之真切駕

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無有二也。居越以後(指五十歲以後) ，所

操盆熟，所得益化，時時知是知非，時時無是無非，排i 口 êD得本心，更無假借湊泊

。如赤日當空，而萬象畢照。是學成之後，叉有三變也。(註二) J 學成後，與其

說「三變J '不如說三種進頃。進境不間，功夫亦異。黃宗義這段話，大致根據王

龍漠的「蜍陽會語(註三) J '今再更明白地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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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進境:順龍場悟道，以靜坐來收費T身心。認為有未發之中，始有發布中節之和

。是陽明保聚長養的階段，這階段有十年之久。

第二進攬:~夫已十分純熟，脫去靜坐的形適，心不待澄而自寂照，自有天則。這

時陽明單提「致良知」三字作功夫，動靜~扣，知行合一 o

第三進境:仍以「致良知」為功夫 ， WT~X己純熟至IJ不三百「致」便「時時知是知非

'時時無是，慢非J '如赤日當空，萬象畢照。這是晚年的造埠。

陽明教人，前後有數變。「居貴陽時，首與學者為知行合一之說;自蜍陽後，

多教學者靜坐;江右以來，始單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未有導，令學者言下有悟 o (註

四) J 此為錢德洪所謂的「教亦三變 J 0 除此之外，陽明在四十二歲、四十四歲之

間，向以「立誠」為教(註五) 0 陽明立教雖多贅，但都不離貴州龍場「聖人之道

，吾性自足，不假外求J 之悟。明儒學案說 r先生憫宋儒之後，學者以知識為知

，謂人心之所有者不過明覺，而理為天地萬物之所公共，故必窮盡天地萬物之理，

然後菩心之明覺與之渾合而無間，說是無內對，其實全靠外來開見，以填補其需明

者。先生以聖人之學心學也，心副理也，故於致知格物之訓，不得不言致吾心之天

理於事事物物。以知識為知，則輕浮而不簣，故必以力行為工夫。良知感應神速，

無有等待，本心之明êlD央日，不欺太心之朗副行，不得不言知行合一。此其立言之大

旨，不出於是。(註六) J 黃宗義所指的「宋儒之後J '係程朱一系的儒者，朱子

補「格物致知」傳說: r華人心之靈，真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

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 b 是以大學始敬，必始學者 êlU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

之理而盆窮之，以)j(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里

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註七) J 正是認為人心之壞右知，而

天下萬物有理，必須窮究天下萬物之理，然後「吾心全體大用無不明J 0 黃宗義認

為這種學說，表面上說理無內外，其實全靠外來的見開來填鑫自心的靈明。陽明龍

場一悟，原來理不在外，而在自心， r吾性自足，不假外求J '打破二十餘年來「

物理與吾心終若判而為二」的沉滯(註入) ，自此進入聖賢之門。墮且所惜一一聖

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一一賞自沙換然自信說 r作聖之功，其在菇乎! J 
所解決的是同一問題(註九)。所以黃宗義於白沙學案卷首說 r有明之學，至自

沙始入精徽， ........至陽明而後大。兩先生之學，最為相近 o (註十 )J 真有道理。

由沙喝破的是功夫，陽明親證的是義理，兩者互為表襄。兩人解決了心與理的隔闕

，混餘了知與行的鴻溝。黃宗義說 r以知識為知，則輕浮而不實，故必以力行為

工夫。 J 這是心理不一，以道德為知識者不得不牽合的辛苦。「良知感應神速，無

有等待。本心之明~a知，不敢木心之明~a行，不得不霄知行合一。 J 這是證悟道體

者心物，知行的冥合，正是「色色信他京來，何用爾關勞手撰J (白沙語) ! 
如此說來，旦旦在監立教學者知行合一，正是他轉惰的宗旨，後東為何艾先教

學者靜坐，復數學者立誠，最後才標出致良知三字?原來墮盟在荳些時，當地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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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叫別的致良知

言語不過，所可與言者，乃中土亡命之徒。與他們言知行合一之說，無不'肝然有入

。等到赦還中士，與士大夫言，反紛紛同異，才干格不入，這是因為舊說「先知後行

」作棋。陽明為避免無益的學辯，在蜍時，便教學者靜坐，這是陽明自己入道的功

夫，一時學者也若有悟，但不久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稿之弊，後來在南京提出「

立誠」作宗旨，目的在避免枯寂之弊。直到五十歲時，單提「致良知」三字為宗旨

，才最關滿，最無弊病。陽明說 r吾良知二字，自龍場已後，便已不出此意，只

是點此二字不出，於學者言，費卻多少辭說。今幸見出此意，一語之下，洞見全體

，真是痛快，不覺手舞足蹈。學者問之，亦省去口多少尋討功夫。學悶頭腦至此已是

說得十分下落，但恐學者不肯直下承當耳。(註十一 )J 其欣喜之惰，由此可見。

年譜在五十歲下記 r是年先生始揭良知之敬。」文說陽明自經癢懷、忠泰之變

, r 盆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難、出生死，所謂考三主、建天地、質鬼神、俟後聖無弗

同者。」文對陳九川說 r我此良知二字，實千古聖聖相傳一點滴骨血也。(註十

二) J 筆者發見旦旦對他多年共倡聖學以「隨處體認天理J 為宗旨的進其是開始激

烈批評，也在以「致良知」為教之後(註十三)。傳習錦下記陽明要侍坐的學生解

說他謗議盎眾的緣故。有言因功業日隆，故天下忌之者日眾;有言學問日明，故為

宋儒爭是非者亦日博;有霄同志信從日柴，四方排阻者日益力。陽明說[""諸君之

言，信皆有之，但吾一段自知處，諸君俱未道及耳。.......我在南都已前，尚有些子

鄉厲的意思在，我今信得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著覆藏。我今才做得筒

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說我行不辨言也罷 1 (註十四) J 陽明對良知的自信，

由此可見。

二、良知的涵義

陽明的良知猶如孔子的仁，是個滴義極廣的名詞。依筆者所了解，至少包括下

列三層涵義:

一、心的靈明一一凡人透過五官而知覺外物，以及心的推理、記憶、想像等功能均

屬之。這是一般人所了解的心，程朱一派也只以此為心，相當於

佛家口耳眼鼻身意六識。陽明的良知雖較少指這層意義而言，但

良知不能不將它包含在內。

二、先!驗理性一一這相當於孟子盡心篇上所說的「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

所不慮而知者，其頁知也。孩提之輩無不知贊其親也，及其長也，

無不知敬其長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這一層良知的油

義可以說就是「人性」。與「心的靈明」相對，它是「德性之知

J '不假開見。屋里所謂良知，有一部份搞這層滴義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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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萬有木牌一一昆盟教人「致良知J '一骰人只了解昆盟要人常得理性作主宰。事

實上，陽明數人證悟木體。唯有證騁，本源才顯，先驗理性才不會

與後天情慾知見摟合一起，個人才有力量，才算到達自沙所謂「自

得」之境。這是陽明教良知教密意所在。明白這一層意義，才真正

能掌握陽明的良知義。

陽明太人並沒有把這三層意義分辨清楚，常常是籠統地說，因而引起後人迷惑。現進

一步敘論於下:

1 .、萬有木牌

才又體是萬物的起源，它生成萬物並非有意造作，而是自然勢用如此。陽明說:

良知是造化的精靈。這些精靈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從此出，真是與物無對。

(註十五)

能「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的良知，自然是京體了。萬物莫不有對，惟京體無對。有

人懷疑人有虛靈，才有良知，至於草木瓦石，也有良知不?陽明答:

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如草木瓦石無人的良知，不可以為草木瓦石了。

豈僅草木瓦石如此，天地無人的良知，亦不可為天地了。因為天她萬物與人原是

一體，其發壤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風雨露雷日月星辰禽獸草木山川土石與

人鼠只一體，故五穀禽獸之類皆可以養人，藥石之類可以療疾，只為同此一氣，

故能相通耳。(註十六)

「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的良知J '猶如說「人的本體就是草木的本體」。人與天地萬物

同一個本體， r 同此一氣J '故能相通，陽明學五穀禽獸可以養及藥石之類可以療疾

作例，可算善喻。人與天地萬物一體 a 張載的西銘及楊簡的己易都申述此章，但都側

重於同體悲講，陽明也說 r良知之誠愛側但處便是仁，無誠愛欄但之心，亦無良知

可致矣! (註十七) J 但此處則專就萬物末源說。

前文說，人與萬物「同此一氣J '這一氣是指陰陽而言，陰陽130此氣之消長， r 
真陰之精即真陽之氣之母，真陽之氣即真陰之精之矢。陰根惕，陽根陰，亦非有二也

。(註十入) J 這一氣質則亦是太騁，只是就其作用而言。雖就作用言，但l體用不二

，故陽明說:

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以其凝聚而言謂之精

。(註十九)

文說:

體即良知之體，用即良知之用，寧績有超然於聘用之外乎? (註二十)

沒有超於體用之外者，亦即沒有超於良知之外者。與陽明同倡聖學的揖甘泉作「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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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陽明的致良知

圖J '說 r心也者轉天地萬物而不遺者也。 J 叉說 r心無所不包也。(註二一)

」以為心性不二，其所謂心，也就本體義上說的。

良知為何就是本體?此為研究陽明學所最當了解者。原來木牌下貫而為萬物之

性，此「天命之謂性J '為儒家所共許義。而未體「發竅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

J '此一點靈明便是良知，此所以屋里說 r良知者心之本體，即所謂但照者也。

(註二二) J 從未體發竅而談良知，良知即是「天淵」

心之三k體無所不該，原是一筒天，只為私欲障礙，則天之本體失了。心之理無

窮，原是一筒淵，只為私欲窒塞，則淵之三k體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將此障

礙窒鑫一齊去盡，則本體已復，便是天淵。(註二三)

天淵之說出於中庸，本言聖人之德如天之廣大，如泉之不紹，得自率性，非有待於

外，本作形容詞用，與陽明作名詞用不悶， {S.陽明以天言良知無所不包，以泉言心

之理無窮，與中庸意可相通。陽明較前儒進步的是明白指出心為京體的發竅，而心
一----r

只是「一點靈明J 。這「一點靈明J 遂被陽明直指為木體。未來談諮體，因為本體

無形象、超言語、離心思、證體遂為難以捉摸。(註二四)現在直指心的一點靈明

是本體發竅處，證體便有功夫可作。錢德、洪說 r師門致知格物之旨，開示來疊，

學者躬修默悟，不敢以知解承，而惟以實體得。(註二五)J便即良知而致良知，即

用而證騁，本體與功夫一致，開前人所未有。

以下再引一些陽明談良知的話，這些話都是根據本體義而說。

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聖賢，雖常人亦無不如此。(註二六)

天道之運，無一息之或停，吾心良知之運，亦無一思之或停。良知即天道。(

情陰說) (註二七)

道心者良知之謂也。(註二八)

生之謂性，生字即是氣字，猶言氣即是性。氣~O:是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

(註二九)

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人之所向具者也。(

註三十)

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註三一)

良知之體求自寧靜， -..本自生生。(註三二)

「道」、「天道」、「理」、「性」等都是良知的異名， r虛寂」、「寧靜」、「

生生」等都是本體的屬性。大抵陽明之前，儒者常分理氣、心物，到陽明則統而為

一， r理一而日，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

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

則謂之物。(註三三)J這是明儒不同於宋儒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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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先驗理性

屋里談良翔的「先驗理性」義，大致與「天理」二字的意義相當。天理二字雖

出於樂記但宋儒再度體貼出來，此後成為儒學的頭腦。陽明對於天理，有比宋儒

更明白的說明。

夫良知之於節目時變，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長短也。節目時變之不可預定，猶

方圓長鐘之不可勝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數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園不可勝

用矣!尺度誠棟，則不可數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

不可敷以節目時變，而天下之節目時變不可勝應矣!毫釐千里之謬不於吾心良

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將何用其學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圓，不以尺

度而欲盡天下之長短，吾見其乖張謬庚日勞而無成也。(答顧東橋書) (註三

四)

「良知之於節目時變，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長短。 j 這可算對良知的「先驗理性J

義的極好說明。良知所能不僅在知曉事物的現象，更在具有衡量事物的能力。陽明

進一步告訴學生說:

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巴。爾意念著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

他一些不得。爾只要不敷他，實實落落，依著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他這

里何等穩當快樂。此便是格物真訣，致知實功。若不靠這些真機，如何去格物

?我亦近年體貼出來如此分明，初猶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細看，無些小欠闕

。(註三五)

這個準則如果落實到人倫事物上，便是理則。這點陽明在答學生「大人與物同體，

如何玄臭文說笛厚薄J 之間有十分明白的說明:

惟是道理自有厚薄。譬如此身是一體，把手足捍頭目，豈是偏要薄手足?真道

理合如此。禽獸與草木向是愛的，把草木去養禽獸叉忍得;人與禽獸間是愛的

，宰禽獸以養親供祭耙燕賓客，心叉忍得;至親與路人同是愛的，去日筆食豆羹

得則生，不得則死，不能兩全，軍救至親，不放路人，心叉忍得。這道理合該

如此。及至吾身與至親，更不得分彼此厚薄，蓋以仁民愛物皆從此出，此處可

忍，更無所不忍矣!大學所謂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條理，不可輸越，此便謂

之義。順這筒儕哩便謂之禮，知此條理便謂之智，終始這筒條理便謂之信。(

註三六)

這良知上的自然條理，直接來自道體的發用，故謂之天理。所以陽明說:

良知只是一筒天理自然明覺發現處，只是一筒真誠側但便是他本體。(註三七

) (答聶文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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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只是一筒，隨他發現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去求，不須假借。然其發現

流行處卸自有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者，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雖則輕重厚薄

毫髮不容增滅，而厚叉只是一筒，雖則只是一筒，而其間輕重厚薄叉毫髮不容

增滅，若可增滅，若須假借， ~p巴非真誠但側之本體矣!此良知之妙用所以

無方體無窮盡語大天下英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者也。(向上)

這「天然自有之中J ' r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

無有不自知者;其善擻，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蠍，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

。(註三入) J 大學講誠意，說 r毋自數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 J 陽明講良

知的這層意義，可謂最好的解說。

3. 心的靈明

陽明常談心的靈明。如學生問 r人甚什教做心 ?J 他答 r只是一笛靈明。

(註三九) J 叉如他解釋心不是一塊血肉，凡知覺處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視聽

，手足之知痛癢，此知覺便是心也。(註四十 )J 這里心的軍明與程朱心的意義相

當，是指人的知覺官能及心的了別、記憶、推理等能力。後天知識、技能的學習，

全靠此靈明。良知買包油這一層意義。這便是陽明說， r 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

聞莫非良知之用」的道理。(註四一)

陽明講良知的先驗理性義，多就倫理上說，因為他認為這是學間的大頭腦，是

聖人教人的第一義。至於靠心的靈明而求得的知識技能，只能算知之次。他解釋如

下:
夫聖人之所以為聖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釋論語者曰 r生而知之者義理耳

，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也。 J (案上注見

朱熹恩妻集注說黃卷四遵~ ffij r我非生而知之」下。)夫禮樂名物之類，果有關

於作聖之功也，而聖人必待學而後能知焉，則是聖人亦不以謂之生知矣!謂聖

人為生知者，專指義理而言，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學而知之，亦惟當學此

義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當困知此義理而已。今學者之學聖人，於聖人之

所能知者，未能學而知之。而顧汲汲焉求聖人之所不能知者以為塵，無乃失其

所以希聖之方蠍? ......夫聖入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內外

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

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薇，

大者以小，過者以霉，人各有心，至有現其父子兄弟如仇鱷者，聖人有憂之，

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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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先執厥中

」。而其節目，則還之命契，所謂「女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

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敢者唯以此為教，而學者唯以此為

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聖，而背此

者雖其啟明如朱，亦謂之不宵。下至閣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真不皆有是學，

而惟以成其德為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雞、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

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 0......此聖人之學

所以至簡至易，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其心體之間然

，而知論技能非其論也。(答顧適橋書) (註四二)

考間禮大司徒十二教 r一日以耙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日以陽禮教讓則貝不爭，三

日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日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日以儀辨等則貝不越，六日

以俗教安則貝不餘，七日以刑教中則民不耳撓，入日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日以度教

節則貝知足，十日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一日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二日以庸

制蘇則民興功。」除第十「以世事教」外，莫不主德性而不以知識，則陽明所言三

代唯以人倫道德為教，亦信而有徵。陽明此辨的價值在指出人倫道德根源於人與天

地萬物一體的仁心，這仁心文是聖人之所以為聖的原因，所以聖人所須學而後知的

知識技能，在「聖劫J 只居次要地位。這一釐槽，正如白沙分知為「由積累而成J

和「不由積累而成J '及伊川分知為「德性之知」與「聞見之知J '可免去許多人

對「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的誤解。

陽明雖以德性的先驗理性義為良知的頭腦，但絲毫沒有君輕聞見的意思。他說

r大揖學問工夫，只要主意頭腦的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為事，則多聞多見

，莫非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蚱，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卸

見聞酬蚱，亦無良知可致矣。(註四三) J 末一語「除去。見聞酬酥，亦無良知可致

J '可以用來論斷主車送「單提一念靈明J 已失屋里宗旨。

上述良知的福義分說雖三，實則一物分三方面訝。良知的本體義指其本聽說，

良知的先驗理性義指其流行自有條理說，良知的心的靈明義指其作用說。盟產說「

見性成佛J '叉說「作用見性J '因為道體(性)超越知覺言語不可見，現於人為

目之視、口之言、耳之聽等，現於自然界為川流、山峙、花開、雲飛等，儒家就性

與用間，點出一個理字，謂川流、山峙、花開、雲飛皆有道理，謂自視、口言、足

奔皆有應守的矩鐘，吾心自明，此便是先驗理性。這樣看陽明的良知義，可見其福

義的廣大了。

三、致具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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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良知的本體講，致良知130復其至善之本體。陽明在「大學古本序」頗述此旨

說 r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

!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己，謂之明德

;以言乎人，.親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物格則知至意誠而有以復其

未體，是之謂止至善。(註四四) J 本體超經驗，故致志體義的良知重頓悟，這便

是陽明此序的結語說 r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憶」的理由。從良知的先驗理性義講

，致良知與象山的「先立其大」相近，總要主宰常在，不為物欲所奪。陽明在「大

學問」說 r致者至也，如云喪致乎衷之致 o ......致知云者，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

知識之謂，致吾心之良焉耳。(註四五) J 致吾心之良知，則念慮之惡無不知，知

無不去;念慮之善無不知，知無不存。此良知致於內省克治的功夫。致吾心之良知

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此謂之格物。故說 r君子之酬昨萬變，當行

則行，當止則止;當生則生，當死則死。斟酌調停，無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慷而

已。(註四六) J 如從心的靈明上講致良知，大致與室主「大清明」相近，求心之

虛壹而靜，不為情欲物欲所蔽，以學習知識技能。(註四七)以上就三層良知義講

致良知，顯然陽明特童在先驗理性一義上。陽明把良知解釋為「天理之昭明軍覺處

J (註四入) ，實統良知京體義與先驗理性義，至於官能的明敏與心的意識，陽明

致良知全不理會這方面。

陽明說:

聖人之知如青天之日，賢人如浮雲天日，愚人如陰霾天日，雖有昏明不間，其

能辨黑白則一。雖昏黑夜里，亦影影見得黑白，就是日之餘光未盡處。因學功

夫亦只從這點明處精察去耳。(註四九)

這段話一方面說聖賢愚人良知只有昏明的不同，並非有無之別， I3D令凡愚墮落已極

，良知猶知。一方面指出致良知的功夫是「只從這點明處精察去耳」。但從浮雲蔽

日的譬喻，致良知該是去蔽，亦即宋儒「去人欲，存天理」舊說，今反說「從這點

明處精察去J '此實陽明致良知敬的精義所在。他說:

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七者俱是心合有的，但要認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

，亦不可指著方所。一隙通明，皆是日光所在，雖雲霧四塞，太虛中色象可辨

，亦是日光不誠處。不可以雲能蔽日，教天不能生雲。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

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別善惡。但不可有所羞，七情有著，俱謂之欲，俱為良

知之蔽。然才有著時，良知亦自會覺。覺即蔽去，復其體矣!此處能勘得破，

方是簡易透徹功夫。(註五十)

七情並不妨礙良知，只要順其自然流行，皆良知之用，陽明此說，正與中庸「發而

中節謂之和」相當。七情有著，才算是欲，才是良知之蔽。但有蔽時，良知能自覺

，覺則蔽去，恢復良知無滯瑩徹的本體。陽明在這里強調了良知的自作主宰義，點

出聖功的頭腦。所以他常說 r人若知道這良知訣竅，隨他多少邪思枉念，這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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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都自消融，真是靈丹一粒，點鐵成金。(註五一) J 陽明對他這種作聖功夫，

在「與楊仕鳴」書中表現出充分的自信:

區區所論致知二字，乃是孔門正法眼藏，於此見得員，的直是建諸天地而不悴

，質諸鬼神而無疑，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此者方謂之知

道，得此者方謂之有德。異此而學部謂之異端，離此而說I1lD謂之邪說，迷此而

行即謂之冥行，雖千魔萬怪眩管變幻於前，自當觸之而碎，迎之而解。如太陽

一出而鬼魅魎魎自無所逃其形矣!俏何疑慮之有而何異同之足惑乎? (註五二

) J 
此書陽明文說:

所謂此學，如立在空中，四面皆無倚靠。萬事不容染著，色色信他本夾，不容

一毫增滅，若稍涉些安排著些意思，便不是合一功夫。

「如立在空中，四面皆無倚靠。」一劍倚天寒，何等氣慨， r色色信他未來(註五

三) ，不容一毫增誠。 J 叉何等自信。的確人的一切非理性及反理性，與其刻意與

之搏門，不如致良知，在提昇理性明明德中，人的黑暗勢力相對的便減少了 o r如

太陽一出而鬼魅魎魎自無所逃其形矣J 是說良知自知其不善 r雖千魔萬怪眩贅

變幻於前，自當觸之而碎，迎之而解J '是說良知一覺，其不善自消。這功夫真是

「至簡至易的，至精至微的J 0 (註五四)

但陽明也教學生克治省察，其方法是在靜坐中逐一將自己好名、好利、好色之

心搜尋出來，再一一廓清。有學生懷疑這種方法是「劑肉做瘡J '陽明正色說 r

這是我醫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棋，更有大本事人，過了十數年，亦還用得君，

你去口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壤我的方子。」那學生愧謝。稍一會，陽明說 r此量

非你事，必吾門稍知意思者為此說以誤汝。」當時在坐的學生聞言皆棟然(註五五

)。這方法陸元靜也懷疑像「引犬上堂而文逐之J '陽明答說:

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作聖之劫也。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

一毫人欲之私，非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不能也。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

方萌之際，此正中庸戒慎恐懼、大學致知格物之劫。舍此之外，無別功矣!夫

謂瀛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逐之者，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函、之為累，而非

克治洗蕩之為患也。(註五六)

在這回答，陽明強調克治省察的必要性，以為「舍此之外，無別功矣J 但前面以

為「真是去得人病根的醫人方子J '吽學生如用不著，便放起來。倒乎兩者所論不

同。事實上，陽明認為人的好名、好利、好貨等心，與血氣同時俱有，如果不先克

治省察一番，則良知流行難免夾雜私欲，有如黃河之水混濁不情，所以陽明強調克

治省察的必要，以為「更有大本事人，過了十數年，亦還用得著」。陽明要學生在

靜坐中把這些私欲逐一尋出廓清，這畔拔京塞源，永除病棋，免得像患爐疾一樣，

隔些時日便發作，這種在前坐時拔去病棍的方法，還是強調良知的主宰性， r常如

一 372 一



T陽明的致良知l

描之捕鼠，一眼看著，一耳聽著，才有一念萌動，即與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

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實功夫，方能掃除廓清。(註五七)

」與宋儒事過後再來反省追悔有極大不同。陽明說 r人若真實切己用劫不己，則

於此心天理之精徵日見一日，私欲之細微亦日見一日。若不用克己工夫，終日只是

說話而巴，天理終不自見，私欲亦終不自見。......今人於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

之人欲不肯去，且只管愁不能盡知，只管閒講，何益之有?且待克得自己無私可克

，方愁不能盡知，亦未遲在。(註五八) J 這段話可以說是陽明對致良知實功最切

要的指示。天理與人欲不能兩存，天理長則人欲消。常人不見天理且亦不見人欲，

正因沒有做這種克治省察功夫。現在實實在在做功夫， r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見一日

，私欲之細微亦日見一日。」待無私可克，天理純全，良知自盡，不用費心。

白沙由靜坐入門，以為「作聖之功，其在茲乎J '叉說 r為學須從靜中坐養

出個端倪來，方有商量處。(註五九) J 明儒從自沙後，無不重視靜坐。靜坐儘管

方法不一，大抵不外先調身、調息，而入定靜之境，藉以發慧。陽明龍場之悟，得

於靜坐中，其後教學生靜坐，正是把自己受益的功夫教給別人。但通常靜坐以求此

心之寂寂照照為主，將私欲一一搜尋出來掃蕩游除，可算是陽明在作聖功夫上的創

見。一學生問 r靜時亦覺意思好，才遇事便不間，如何 ?J 陽明答 r是徒知靜

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倒。(註六十) J 此處陽明把靜養和克己相

對而談，足見陽明同一靜坐，功夫卸分兩層。「初學時心猿意馬，詮縛不定，其所

思慮多是人欲一邊，故且敬之靜坐，息思慮。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懸空靜守，

如稿木死灰，亦無用，須教他省察克治。(註六~) J 這是陽明對這兩層功夫先後

的指示。

上述致良知功夫，不論是存養，是克治，都是用力在內。但陽明解釋「格物致

知」說 r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

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 (註六二 )J 文說

r然欲致其良知，亦豈影響恍惚而懸空無實之謂乎?是心實有其事矣!故致知必

在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之所在之事謂之物。(註六三) J 
「如意於事親， !1!D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仁民愛物，部仁民愛物是一物。意在

視聽言動， !1!D j視聽言動便是一物。(註六四) J 今意在存養，意在克治，存養與克

治，亦各是一物學各是一事，陽明說 r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是、

動亦定。(註六五 )J 這「事上磨」正統內外而言。周道追問「事止磨煉」

一日之內，不管有事無事，只一意培養本原。若遇事來感，或自己有感，心上

既有覺，安可謂無事?但因事凝心，一會大段，覺得事理當如此，只如無事處

之，盡吾心而巴，然乃有處得善與未善，何吶?叉或事來得多，須要次第與處

，每因才力不足，輒為所因，雖極力抉起，而精神已覺襄弱，遇此未免要十分

退省。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如何? (註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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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道適的疑問有二，一是外物不能不有感於心，故不能無事，既不能無事，雖順事

理之當然處之，然處理有善與不善之別，為何?二是事情咨至，精神有不繼之時，

在此情況，軍把事擱下，而培養本源不可中斷，不知是否該如此?陽明答第一問題

說:

凡處事有未善及有困頓失次之患者，皆是牽於毀譽得喪，不能致其良知耳;若

實致其良知，然後見得平日所謂善者未必是善，所謂未善者卻恐正是牽於毀譽得喪

得喪是牽於毀譽得喪自賊其良知也。(註六七) J 
一般人總以事情本身是否融洽為善與未善的評估標準，但陽明認為實致良知的人，

良知能知善知惡，平日所謂善者未必是善，所謂未善者卻恐正是牽於毀譽得喪自賊

其良知。此話真值得深思。陽明雖沒有直接解說困於才力不足、精神不濟，但循上

面所言，之所以會才力不足、精神不濟，也正因為不能實致其良知。所以陽明說:

凡人為學，終身只為這一事，自少至老，自朝至暮，不論有事無事，只是做得

這一件，所謂必有事焉者也。若說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卻是尚為兩事也

。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事物之來，但盡吾心之良知以應之，所謂忠恕連道不

遠矣。(註六入) J 
不論有事無事，只致良知。事物之來，但盡吾心良知以應之，即是忠憩遠道不遠。

如此無內外之別，有事無事之分，真是極簡極易的一貫之道。

然在實實在在用功去致良知之前，陽明總要人先立志。

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太於志者，今學者曠廢寢惰、

玩歲惕時而百無所成，皆由於志未立耳。故立志而聖則聖矣，立志而賢則賢矣

。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 (註六九) ( 

教條示龍場諸生)

此猶泛說。

諸公在此，務要立筒必為聖人之心，時時刻刻績是一捧一條痕，一個一掌血，

方能聽吾說話，句句得力。若茫茫蕩蕩度日，譬如一塊死肉，打也不知得痛癢

，恐終不濟事，回家只尋得舊時仗倆而已，豈不惜哉(註七十)

此明指要「立筒必為聖人之心」。

學生陸澄間立志，陽明答:

只要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猶道家之所

謂結聖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馴至於美大聖神，亦從此一念存養擴充去耳。

(註七一) J 
「念念要存天理尸，已是致良知了，如此立志，謂之「持志」。哥華侃問 r持志如

心痛，一心在痛上，安有工夫說閒話、管閒事? J 陽明說 r初學工夫如此用亦好

，但要使知『出入無時，莫知其鄉Jl '心之神明原是如此，工夫方有著落，若只死

死守蒼，恐於工夫上文發病。(註七二) J 心是活的，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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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如把持志當制心一處，便是死守，死守則於功夫上恐叉發病。在持志用心上，
白沙、甘泉主張「勿忘勿助」的自然功夫，陽明雖說 r我此間講學，卻只說筒必

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註七三) J 但用心不可太緊則一。陽明說:

種樹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長，函、於始生時刪其繁校;欲德之

盛，必於始學時去夫外好。如外好詩文，則精神日漸漏泄在詩文上去，凡百外

好皆然。我此論學是無中生有的工夫，諸公須要信得及，只是立志。學者一念

為善之志，如樹之種，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將去，自然日夜滋長，生氣日完

，校葉日茂。樹初生時便抽繁校，亦2頁于日落，然、後能大;初學亦然，故立志貴

專一。(註七四)

志不專一，外好繁多，正是初學的弊病所在。一日，何廷仁、黃正之、李侯璧、錢

德洪、王龍溪侍坐，陽明說 r 汝輩學間不長進，只是未立志。」侯壁起而對說:

「祺亦願立志。」墮且說 r難說不立， (恐)未是必為聖人之志耳。」皇室說:

「願立必為聖人之志。」陽明說 r你真有聖人之志，良知上更無盡。良知上留些

于別念掛帶，便非必為聖人之志矣! (註七五) J 良知上留些子別念掛帶，正是前

文「牽於毀譽得喪J '牽於毀譽得失，便不是必為聖人之志。此則語錄為錢德洪所

記，文未有「洪初開時，心若未服，聽說到，不覺棟汗」之語。真有必為聖人之志

，良知白無盡藏，決不致認欲作理。

(譯)侃問 r專涵養而不務講求，將認欲作理，則如之何 ?J 先生曰 r人

須是知學，講求亦只是洒養。不講求，只是滴養之志不切。」曰 r何謂知學

?J 曰 r且道為何而學?學筒甚 ?J 曰 r嘗聞先生教，學是學存天理。心

之本體即天理，體認天理，只要自心地無私意。」曰 r如此則只須克去私意

便是，文愁甚理欲不明 ?J 曰 r正恐這些私意認不員。」曰 r總是志未切

，志切，目視耳聽皆在此，安有認不真的道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

。講求亦只是體當自心所見，不成去心外別有筒見。(註七六 )J

以上致良知實際功夫，分說雖有立志、克治、涵養、事上磨煉等分別，實則功

夫只是一個，這一個便是致良知。從培養本源上說，為立志，為滴養，從拔除病根

上說，為克治;從應事上說，為事上磨煉。真是無分動靜內外，一以貫之，自講聖

功以凍，未有如Jlt簡明者，難怪能鼓動一代，造成風氣。

四、評析

陽明之教所以能風動一時，致良知教的簡易及本人事功大號召力高固是原因，

但乘程朱學之弊而起因時立教及其學恰好能滿足明代士人的心理需要，實為最重要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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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乘程朱學之弊而起因時立教，耿楚位有相當清楚的說明:

陽明拈出良知二字，固是千古學脈，亦是時節因緣。春秋之時，功利習熾，天

下四分五裂，人心大壤，不復知有一體之義，故孔子提出個仁宇，喚醒人心，

東仁便是孔氏學脈。到了孟子時，楊墨之道塞天下，人心服賊，不得不嚴為之

防，故孟子復提出義，非義則仁無由遠，集義便是孟民學脈。晉梁而下，佛老

之教淫於中國，禮法蕩然，故濟演欲復古禮，橫渠汲汲以體為敬，執禮便是宋

儒學派。睡非外飾，人心之條理也。流傳既久，漸入支離，心理分為兩事，故

陽明提出良知以覺天下，便知物理不外吾心，致知便是今日學脈。皆是因時立

教。(詮七七)

陽明之前，思想界為程朱所籠罩。程朱教人讀書窮理，克己居敬，循序漸進，不主

高速。當朱子時，象山巳譏為「支離」。到了明初，程朱學說定為一會，朱註成為

科學取士標擊，此後士人大多把程朱學說當作獵取功名的工具，並未真正信仰實踐

;少數人躬奉程朱學說，叉把它當金科玉律，不敢稍加懷疑。宋儒所努力以挽入代

衰弊的新儒學，在功利與教條交錯之下，完全失去了生命力。陽明一起，上承象山

，直接本源，提倡良知之教以覺天下，使當時讀書人從功利與教條中解放出來，立

志成聖不再成為一句空口號，成賢成聖有了簡易的方法。劉載山則此耿楚f空進一步

指出陽明學的價值說:

先生承絕學於詢章訓話之後，一反求諸心，而得其所性之聲日良知，因示人以

求端用力之要日致良知。良知為知，見知不閏於聞見;致良知為行，見行不滯

於方隅。 ~D知1110行，即心目物，自日動即靜，即體 130用，即工夫即本體，即下即

上，無之不一，以救學者支離眩督、麗華而絕根之病，可謂雷霆啟寐、烈耀破

迷，自孔孟以來，未有若此之深切者也。(註七入)

劉龍山舟 r~D知~O行， 1110心即物，即動即靜 • ~D 體即用，即工夫即本體， ~O下閉上

，無之不一」來說明陽明致良知教的簡易一貴，實在深得陽明聖功的精神，而說陽

明之敬， r可謂雷霆啟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來，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 J

也恰到好處。

陽明學恰好能滿足明代士人的心理需要，此為了解陽明學之所以大盛不可不知

道者。中國專制到明代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壘，中國敢治的黑暗到明朝中葉以後又空

前所未有。明太祖廢丞相，由皇帝親統六部，確定君主獨裁肢體;用程朱經義取士

統治思想，用廷杖、碟刑、放誅等酷刑摧折士氣，禁隱逸拒徹召，禁生具議政，無

不反映朝廷對讀書人的猜防刻忌。中葉以後，昏君代作，官官當道，小人弄槽，

面對著這種黑暗的現實，陽明「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之學，便成為當

時做官從政外，另一安身立命之途，也是現實黑暗敢治外的一條光明之路。今天我

們聽到單單師生常相聚數百人講學，而歸胡弟子更盛，往往相聚平人，其後復吐、

東林興趣，與官官小人以冷風熱血相搏，使可了解陽明壘的興起，實具有相當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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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劇色彩。而陽明學後來有「狂禪J 之弊，陽明後學 有些忽略實用知識技能，

最後竟成一群無用之人，固然學說本身自伏基因，但明代黑暗政治不能不說是其外

轍。

陽明「致良知」之教既針眨程朱支離而起，其遭到當時程朱學者的評擊，白是

難以避免。陽明為著滅少與朱子的對立，會將朱子較近自己的言論編成「朱于晚年

定論J '以為朱子晚年實與象山並無不同。當時程朱學者羅欽順(整巷)巴致書指

出陽明所謂朱子晚年言論賣不全出於晚年。陽明答書說:

其為朱子晚年定論，蓋亦不得已而，然中間年歲誠有所未考，雖不必盡出於晚

年，回多出於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為重。平生於朱子之說，

如神明著龜，一旦與之背馳，心誠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為此，知我者謂我心

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蓋不忍抵梧朱子者其京心也，不得已而與之抵梧者，

道回去口是，不直則道不見也。(註七九)

其不得已之情，溫於言表。陽明同書文說:

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能也

。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

表明其立言為公而非私。同書說 r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出於

孔子而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

，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 ?J 此話真是千古以來沒人敢說，開李卓吾

批評孔子的先磯。

陽明白信的根據全在「得之心」三字。「得之心」墓於「心即理」的體悟，也

就是象山所謂不論古今東西之聖人「此心同此理同」。但以羅整奄為代表的程朱學

者，只承認，r性~D理J '不承認「心~D理J 0 羅整巷說: r程子言性即理也;象山言
..，...一-

心即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安可不明辨之。(註

八十) J 他認為 r夫心者，人之精神;性者，人之生理。理之所在謂之心，心之

所有謂之性。不可混而為一也。(註八一) J 這樣分』性分心，反不如張載「合性與

知覺有心之名j 來得清楚。嘉靖中陳建(清瀾)作「學部通辨J '力辨陸王之非，

在卷十「心性圓」將程朱學派心性觀表列如下:

f仁義禮智德性義理道心

Ut虛軍知覺精神氣稟人心
若依此表，確只能說「性~D理J '而不能說「心即理J '因為「虛軍知覺」在這表

只是心的功能，被列為人心，而非道心。劫能為中性義，可以善，可以不善，所以

朱子主張義理主宰知錯，所謂「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焉」。但陽明則不以為這種

分法為然，說 r心一也，未雜於人謂之道心，雜以人偽的之人心。人心之符其正

有即泊心，話心失其正者自白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謂人心即人欲，過心自日:天醋

，器對分析而嵩;賣得之。今日過心為主而人心聽侖，是有二心也!天理人做不敢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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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有天理為主，人欲叉從而聽命者? (註八二) J 實際上，程朱既認為心具眾理

與明覺，正可直下說心之明覺即眾理之所由顧，眾理之所以不明，正因靈明有蔽，

陽明說:

夫心之三k體臣。天理，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君子戒慎恐懼，惟恐其昭明

靈覺者或有所昏昧放逸流於非僻那妄而失其本體之正耳。戒慎恐懼之劫無時或

閒，則天理常存而其昭明之本體無所虧蔽、無所牽擾、無所恐懼、無所好樂忿

健、無所意必問我、無所歉餒愧作，和融瑩徹，充塞流行，動容周旋而中禮，

從心所欲而不輸斯。(註八三)

「戒慎恐懼之功無時或開J '便是「致良知J 無間斷，則「天理常存而其昭明之三k

體無所虧蔽J '自然「動容閻旋而中禮J '從心所欲而不蜍矩，不必在外邊尋個規

矩準繩來遵守，這是陽明以為朱子「義外J 的道理。且從心的現象來說，常人之心

只是剎那生棋，當下一念，不論善惡，都只是一念，正是陽明所謂「天理人欲不並

立J '不能說有二心。陳情瀾辯說:

二者相互為用也，雖謂之一，亦可也，雖非初學者所遲及也。夫唯聖人其始一

之者乎!性焉安焉，其所知覺者，無非義理，理與生日覺j軍融為一，所謂從心所

欲不輸矩矣!所謂動容周旋中體矣!若夫學者，不能無氣稟之拘，而虛靈為之

所累，義理因之以蔽，其所知覺者，未免從於形氣之私，而未能中體而不輸矩

，故必格物致知，窮乎義理，以為虛靈之主，草草便心之所欲.JQí、不至蜍於矩也

，動容周旋，必欲其中於禮也，所謂「道心為主，而人心每聽命也」。故夫學

者，其始未能一，而欲求一之者也。聖人者，自然而一之者也。是故不能合其

二以為一者，非至學也。(註八五)

陳情瀾認為聖人之心純乎天理，學者則因氣稟之拘，心之虛靈不能無蔽，因之其所

知覺，未免有形氣之私。陽明對此，與程朱學者觀點並非有異，所異者，陽明以心

之靈明去氣稟之蔽以復天理，程朱學者則「函、格物致知，窮乎義理，以為虛靈知覺

之主J '換句話說，陽明主張去蔽則天理自顯，程朱學者認為必待求個義理來作主

。二者有絕大的不同。黃宗義在此頗能加以檢別:

而或者以釋氏木心之說頗近心學，不知儒釋界限只一理字。釋民於天地萬物之

理一切置之度外，更不復講，而止守此明覺;世儒則不恃此明覺而求理於天地

萬物之間，所謂絕異，然歸理於天地萬物，歸明覺於吾心則一也。向外尋理，

終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縱合得太體上，已費轉手。故沿鬥乞!k與合眼見膀

，相去不遠。(陽明)點出心之所以為心，不在明覺，而在天理，金鏡已墜而

復收，遂使儒釋疆界，渺若山河，此有目者所睹也。(註入五)

此處所謂世懦，正指程朱學者而言。「向外尋理，終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縱合

得太體上，已費轉手。」所以不落一場空話，便只剩一個殼子。良知即天理，自信

得過，使原泉滾滾，不喝不斷。陽明學者多表現生龍活虎精神與程朱學者的廳偽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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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對比，原因在此。黃宗義肯定陽明之學說:

試以孔孟之言證之，致吾良知於事物，事物皆得其理，非所謂人能宏道乎?若

理在事物，則道能宏人矣!告子之外義，量誠義而不顧乎?亦於事物之間求其

義而合之，正如世儒之所謂窮理也，孟子何以不許之，而四端必歸之心哉?瞻

乎!糖m眛 fl '四方易位，而後先生可疑也。(註八六)

程朱學者因為陽明所論與朱子不同而攻之，正是「糖粒眛目，四方易位」。

當時反對屋里的皇室學者，除羅整奄外，尚有張岳(淨星)、張邦奇(丈定)

、在俊(石潭)、何塘(粹夫)、黃佐(泰泉)等人，但議論不能出整巷之右。其

後陳情瀾的學誼通辨，可謂改陸王的重要著作， {ß.硬指陸王為禪，全然否定陽明因

時立敬之價值，門戶之見太深，顯然可見。明亡以後，宿儒懲亡國之痛，紛紛痛貴

陽明而救之以質學，顧亭林日知錄「李賢」下說 r然推其作俑之餘，所以敢於話

毀聖賢，而自標宗旨者，皆出陽明、龍湊禪悟之學。後之君子悲神州之陣沉，憤五

胡之竊碟，而不能不追求於王何也。(註八七) J 王船山謂 r姚江王氏陽儒陰釋

誣聖之邪說，其究也刑戮之民，閹賊之黨皆爭附焉。 J 清初降釀害甚至說 r明之

天下，不亡於流寇，不亡於朋黨，而亡於學術。(註八八) J 只有黃宗義著明儒學

葉，姚江一系幾占篇幅之半，而於王學末流猖狂放肆者艾多加回譚，這雖與他學宗

陽明有關，個也可算探明學術真相而不大情感用事者。清康照年間沈佳(昭桐)撰

明儒言行錄、張烈(武承)撰王學質疑，都是根攝程朱之學批評陽明，態度反較明

宿儒牛允，今舉為批評陽明學的代表，並略加說明。

張武承論王學流弊極有兒地。他說:

象山言未心，陽明言良知，其弊使人喪京心、喪良知、何也?天之道非別有一

物寄於聲臭之上，時行物生，即所謂無聲無臭、上天之載也。人之心非別有一

物在窈窈冥冥之中 ， J視聽言動，皆心之所在也。善治心者治視聽言動即治心也

，治倫物政事 130治心也。 j視聽言動、倫物政事之間講明一分，則心之末明者，復

一分矣，力行一分，則心之本善者復一分矣!積之久而悟其皆心也，天命流行

之妙， r以貫之無餘;即使不悟，要其講求持守於視聽言動、倫物政事之間者

，固有規矩可循，心之本明本善者自在也。天下由此懼禮法而尚淳樸，畏清議

而多善人，此聖學所以平穩純正萬萬無弊者也。......夫子立教，惟是與于言幸

、與臣言忠、寬信敏公、知人愛人、開見擇識、禮樂詩書， 130此人言此人， 130 

此事言此事，不必人人與之言一貫也。惟朱子善學孔子，循循畏謹，一字必求

其安，一事必審其極，奉先聖之格言，佩前賢之遺矩，倪焉日有，學擎死而後

己者，此聖們家法也。學者沿是而謹守之，即使不皆進於高妙，要其格遵往訓

，軍慎勿疏，敢於逞聰明、恣議論、蔑經侮聖者無有矣!畏名教、障公議、軍

拘勿肆，敢於挾才任詐，恣欲敗檢者無有矣!此主耳以前所以稱治，正學之為

劫於天下生民也大矣。(註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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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明代弘治、正德以前天下治平歸功於程朱學，固然有待商量，但陽明之前，學者

躬行熔守先訓，不敢稍背朱子，確係事實。而孔子教人，徹之於論語，也確實不語

晶遠。

今話學朱子者日支離也、玩物也、義外也，講三控制度名物者謂增霸者之藩籬，

而溫情定省之儀節等於扮戲。以是垂則，後學真不曰 r吾自有良知，六經任

我驅使，讀書訓話司鄙也。 J 而穿鑿武斷、離經背道之講說顯於世矣!誰不曰

「吾自有良知，制度儀節傀儡具耳。 J 而苟且挑薄、簡略戲慢之行，眾以為

風雅圓融無可無不可矣!誰不曰 r吾自有良知，公議皆世俗之論、名教特形

逃之蟲也。」甚至蹤遮詭秘，學良知以自解曰: r吾一念自信而已。」鄉評不

許，學良知以自文曰 r良知自信，乃賢容所為，與鄉黨自好者不俾也 o J 而

貪色好貨學名角利之習，可蟑行而無忌矣!故單提京心良知者，予人以假借掩

飾之題，挾高數人，足以蔑君子闖不宵者方便之路，而及其既為不會也，并掩

飾假借亦可不用，此必至之勢也 o (詮九十)

此段話將假借良知之流弊，訝得再清楚不過。傳習錄上記徐愛之序引陽明之言說:

聖賢教人，如醫用藥，皆因病立方，酌其虛實溫涼陰陽內外而時時加激之，要

在去病，初無定說，若拘執一方，鮮不殺人矣!今某與諸君不過各就偏蔽，錢

切抵嗯，但能改化，即吾言已為贅æ 。若遂為成訓，他日誤己誤人，某之罪過

，可復追贖乎? (註九一〉

徐愛牢於陽明四十六歲，此序作於陽明倡良知之教以前，陽明已有此覺悟。 ~11令致

良知之敬，陽明也譽之為塵尾，以為較無弊而已(註九二)。學者拘執一方以殺人

，真可謂不善學。試觀陽明卒後，龍溪﹒德洪學以得師鬥晚年宗旨自居!亦可以一

咽。

沈佳明儒言行鋒以醇瑄為宗，陽明雖入正集，但弟子刪汰甚多，龍溪、心齋皆

不在內，錄中引應齣寅性理大中評陽明，可算程朱學者較無偏見，頗可作參考。應

闢寅肯定，先生之學，誠能救時J (註九三) ，述陽明學之美，有下列四點:

一、陽明廓清入股辭章之害，大有劫於當世。

二、致良知之敬，先立其大，可數學者逐物忘返之弊。

三、本體之教，可使學者密於定性之功，不專事於身外。

四、良知之敬，不論賢愚皆有警發，可做為讀書應辜的主宰。

這四點未點出陽明之教便成聖成賢有了簡易明白的功夫，仍算有憾。

應桐寅在論陽明「十失」之前，先說陽明不該背離朱子。

一、陽明不該反對朱子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之說，以致後學師心自用，破壞禮教 o

至於聖人之學，謂事事物物皆有定理，故以六十四卦冒天下之道。五倫宙行，

禮儀三苗，威心儀三千，皆所謂定理也。.......今先生單掃事事物物皆有電理之

J說，如是則聖人所著六經之定理，皆屬無用，而師其不學之心。夫學者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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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大於師心自用，且不學之心，何可師也?動無依據，苟且成習，上無禮，下

無學，自此始矣。

此亦如前面張武承言良知被冒貸假借，但在學術上則屬「心 ~D理J 與「性割理」之

辯。不學之心果如陽明所謂天理良知，則千聖一揍，為何不足師奉?況陽明只說:

「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叉何物耶?

(註九四 )J 並沒有「掃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之說」。有學生問陽明 r先儒謂一草

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如何 ?J 陽明答 r夫我則不暇。公且去理會自己情性

，獨能盡人之性，然後能盡物之性。(註九五) J 撮此而言，陽明只以致良知作學

問頭腦為先，猶如孔子教人幸梯為先，有餘力才學文。所以說陽明掃事事物物皆有

定理之說，實出於誤會。至於聖人之言，陽明既以為出於心之所向然，可做良知的

印證，何嘗無用?只是陽明信本心過於聖人之霄，不像朱子那樣以富人之言為金科

玉律，不可更改。

二、朱子大有功於儒門，陽明不該啟後學攻擊朱子之門 D 陽明啟後世批評朱子之鬥

誠有之，但陽明並非以改朱子為能事，傳習錄上記:

朋友觀書，多有摘譏晦庸者。先生曰: r是有心求異，即不是。吾說與晦鷹。

時有不同者，為入鬥下手處有毫體千里之分，不得不辯，然吾心與豆豆之心，

未嘗異也。若其餘丈義解得明當處，如何動得一字。(註九六) J 
態度十分平和，由此可知。大抵在朱學定為一奪之下，陽明首開批評權威之風，於

是成為眾矢之的。

至於陽明的「十失」如下:

一、陽明之教超捷頓悟，使後學略於省身克己，甚者蕩誠禮教，猶自以為聖門最上

乘。一一陽明之教確是一種超捷的上達功夫，為救程朱支離之病，略於下學在

所不免。京來學問之道最難，沒有師承則恐歧路亡羊，有了師承則叉買檳還珠

。黃震(東發)當南宋末年陸學未流說 r漸間一般學問文是得江西結餘，只

教人合眼端坐，要見一筒物事如日頭，便謂之悟，才說一悟字，便不可窮話，

不可研究，不可輿論是非，一味說入虛談，最為惑人。夫子所以不大談說心，

只說實事便自無病。(註九七) J 與王學末流如出一轍，前後對照，如拱醉漢

，拱東倒西，救世之方反成毒藥，真可嘆息。

二、陽明不欲學者讀書， r則庸下之質，不事詩書，惟事嬉戲;高明之質，惟求本

騁，竟歸禪宗。惟有志利藤者，然後不得已而俯首六經焉。」一一陽明並沒有

數人不讀書，只教人先明本心。至於流弊，只能說不善學之過。

三、儒釋之辨，在陽明之前頗嚴， r而先生講學之語，每雜出焉，如大乘、上根、

聖胎、聖果、不著相之說，噩噩而見。」一一陽明不若程朱 ， ，現釋道為異端，

講學時參用佛道術語，誠有之。他有一屋三室之臂，早有三教一體之意，後來

王龍漠、周海門不過是說得更明白徹底而已。甚至陽明師弟問問答，也常有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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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此皆事實。但陽明也深明禪道之非，如說 I佛怕女子累卻逃了女子，怕

君臣累卻逃了君臣，怕夫婦累卻逃了夫婦，都是為筒君臣尖子夫婦著了相便須

逃。如吾儒有筒父子還他以仁，有筒君臣還他以義，有筒夫婦還他以別，何脅

著尖子君臣夫婦的相。(註九八) J 說佛不著相其實著了相，真千古明眼人。

四、儒家重仁義而薄功利， I而先生以講學之儒不陣為反覆之言， ......後學乃薄宋

儒之無事功，而謂先生為有用之學，功利之說始行。」、一一以講學之儒為反覆

之言，指詐震壞事。未來兵不厭詐，昔宋襄公不擊半濟，不鼓不成列，以致為

楚人所敗，為子魚譏為「君未知戰」。現陽明興國家大患於數日之間，尚責以

用詐，其迂腐可想而知。陽明事功偉大，後人因以陽明為有用之學，而程朱學

者遂攻陽明為「霸儒J '倡功利之說。觀陽明處事應變，實非俗儒所能及，宜

後世之議論紛紛。日人高瀨武次郎以為陽明學含事業和桔禪二元素，得其事業

元素可以興圈，得其枯禪元素可以亡國。(註九九)此實皮相語。陽明與禪均

直指京心，以證體為的。禪家將證體所得的大力量用於出離生死，陽明則用於

經世利民，儒釋在此分道，只能說枯禪是陽明學的大弊，事業是陽明學的順應

，不能說陽明學具有這兩因素。

五、「義雖出於吾性，必期之施物而宜，方可謂之義。 J I今先生只要在我常覺常

定，便是集義。 J 此說謬誤。一一應闢寅在此處斷章取義，完全誤會陽明說集

義之義。陽明原文如下:

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于之學，無

聞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

。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註-00)

這是陽明五十歲時答倫蒼式書之語，關鍵語「動靜皆有事焉J '應關寅刪而不

述，不是斷章取義，便是有意曲解。陽明雖主張心130理，但認為身心知意物只

是一件， I意未有懸空的，必著事物，故欲誠意則隨意所在某事而格之，去其

人欲而歸於天理，則良知之在此事者無蔽而得致矣! (註-0一 )J 其解釋誠

意如此，其解釋格物為致其良知於事事物物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何嘗不施物而

宜?他說 I集義只是致良知。心得其宜為義，致良知則心得其宜矣! (註

O二) J 欲心得其宜，豈有「只要在我常覺常定」便可?有學生問格物於動處

用功否?他答 I格物無間動靜，靜亦物也。孟子謂『必有事焉j] ，是動靜皆

有事。(註-0三) J 良知無思無慮是靜，即所謂常覺常定;感而遂通部動，

即所謂應物變化。良知無聞動靜，何常專事於靜，不開陽明教人在官司事上為

學才真格物嗎? (註-0四)

六、以識神為性體一一責此失;應鬧寅先舉程于曰 r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

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遍天下之故是也。」叉引朱子曰 I心主乎

身，其所以為體者性也，所以為用者情也，是以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 ?J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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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嘗以識神為性騁 ?J 則貴陽明以識神為椎骨早十分清墊。根據前文，良知有

木牌 i、先驗理性、心的靈明三義，此處所謂識神，臣。第三義，陽明問未醬，以識

神為性騁，詳看前文可知。而應民接著說 r 而先生謂，宋儒誤認識神為性膀

，吾儒遲早全賴聰明睿知，文理密察，品之為書，重贊神之為妙，何嘗惡識神

?惟釋氏惡之，欲誠識神。先生乃祖此說，此先生之六失也。」陽明只強調識

神之重要，何嘗以為性髓，責此以為第六失，不是太奇悴?筆者以為應氏對此

問題亦分辨不清楚。倒是陳情瀾責慈湖玩弄精神，尚有道理。(註-0五)

七、以良知貫穿萬理，牽經書以從己意一一陽明解釋將文實有此病，們大太既立，

正不必持J拘於訓話。(註-0六)

入、塵不分階次，使年少之人，一講良知，便都無辜一一這正是王學芳:市之弊，也

是對陽明學的誤解。王學頓超，直入本源，然既會木牌，尚有大事在，不是一

了百了。

九、論古人不明一一所舉論古人不明之例有三:一是數王通續輕為良工詐，心，二是

以象山為孟子以後一人，三是以孔子九千輯、堯舜萬錯。科朱學者以聖人為歸

依，以為聖人生知不可及，因而認為王通緝輕，不悍.自不拉力，且甘情聖人。

陽明則以心為主，千古聖人同一心，後﹒聖維吾前聖而起，續將並無不可。而陽明

說王誦擬輕;意在述刪，惡後世繁文害道。(註-0七)文中子果如此績輕，程

朱學者也不須反對。陽明推崇象山，因為象山學最興陽明相近，持主「心即理

J '以心為依。但陽明論象山以為孟子學則右，以為孟子以後一人則無，中間
尚有問敦頤、程顯二人。至於孔子九千鏡、堯舜萬鎔之說，傳習鋒亦有學生覺

得未安，陽明說 r此文是軀殼上起念，替聖人爭分兩。 J 應民以此為陽明誤

論古人，正是從軀殼上起念，有彼此之分。(註-0八)

十、知先行後，知行並重。陽明說知行合一非是一一考諸經傳，確先知後行。陽明

說知行合一，是救程朱以知識為德行之弊 h 前文已論之。

以上「十失J '雖未為盡當，但明儒言行錄引述，故可以代表程朱學者的君法。

陽明的心學在嘉靖以後逐漸有壓倒朱學之勢，陸慶戊辰(一五六入)舉業首開

用陽明學之例，此後漸漸科學也成為王學天下，萬曆三十一年禪部尚書馮琦上書說

「自人文向盛，士習淒漓，始而厭薄平常，稍趨織靡，織靡不已，漸驚新再;新

奇不已，漸趨詭僻。始猶附諸子以立幟，今且尊二民以操戈。背棄孔孟，非毀程朱

，惟南華西竺之語是宗是競。以實為空，以空為實，以名教為種格，以紀綱為贅疵

，以放言高論為神奇，以蕩軟規矩掃城是非廉恥為廣大，取佛書言心言佐略相近

者竄入聖言，取聖經有空字無字者強同於禪教。語道既為躇驗，論文交不成章，世

道潰於狂瀾，輕學幾為樣葬。臣請坊間一切新說曲議令地方官樣燒之，生員引用佛

書一句者凜生停靡一月， ...... (註一一o )J 盟主頗以為然，稍加釐正，但既已成

習，不能盡除，遂成為有識之士深憂所在，而思有以補救。東林教之以政事，劉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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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救之以「慎獨J '顧炎武救之以經術，無不以實踐質學救王學之空虛，但不旋腫

而明亡，王學也隨著明朝而里，更或成為明亡的代罪是羊，實可歎息。

陽明致良知教起於朱學衰蔽之餘，確如迅雷疾風，足以振拔一時，但傳授不到

兩代，弊病尤在朱學之上。黃宗義等多歸咎於龍漠、心齋，實則龍漠、心齋所主張，

不過順流揚波，並未完全背離陽明宗旨。 ~a;萬曆年間，學者最不滿天泉證道「無善

無惡心之體J 之說，亦是陽明所印許。所以陽明學的流弊，陽明立教之偏，難辭其

咎。陽明立教之偏，在於他太著意於矯正時弊，以致矯枉過正，流弊因之。當時士

人大弊都因科學而起，士子只知把孔孟程朱的遺訓當作功名的前門磚，而不知躬行

實踐，陽明立知行合一之教，希望士子即知即行，但流弊則使人以為只知便行，不

在人倫日用上檢點。朱子的滴養用敬，進學致知太可兼顧德行與知識，但也因科學

便知識限於性理大全等書，陽明立「致良知j 敬，希望挽回士子不重德性之病，結

果士子束書不閣，更不用說去研習實用知識技能。今天實用科技的發展一日千里，

物質生活水準的提高十百倍於明代，徊，人心更自私自利，更空虛無樓，陽明學的講

明便有新的意義。至少，陽明萬物一體、真誠但側的良知，可救今日人的自私與空

虛，而良知天理更可以輔助法治之不足。至於陽明學的流弊，在今日科技昌明及民

主自由的社會中，也會滅少到最低限度。

註釋

註一:見開儒學案(河洛圖書出版社)卷十挑江學案第五十五頁。

註二:同註(一)。

詮三:見王龍漠全集(華文書局影印道光二年刻木)卷二第六~九頁。

註四:見陽明全書(中華書局)序說第六頁 O

註五:見陽明全集卷四第六頁「與黃宗賢J 書之五，此書繫年葵菌，時曼史年四十

二，有「僕近時與朋友論學，惟說立誠二字 J 之語。叉卷七第八頁「贈周以

善歸省序J '亦說以立誠為敬。

註六:同註(一)。

註七:見朱子大學章句。

註八:據年譜，陽明二十一歲，在京師官署與友人格竹致疾，遂委聖賢有分，二十

七歲，循朱子「居敬持志為讀書之木J '然物理吾心終若判而為二也。說鬱

既久，舊疾復作，益委聖賢有分J 0 見陽明全書卷三十二第三、四頁。

詮九:見白沙子全集(河洛版)卷三第二十二頁「復趙提學倉憲」書，參看拙作「

陳白沙學述J (見師大國文學報第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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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十:見明儒學案卷五第四十七頁。

註十一:見陽明全書序說第七頁。

註十二:見陽明全書卷三十二第十六頁。

::F防切的致良知

註十三:顧憲成說 r陽明目空千古，直是不數白沙，故平生並無一語及之。至勿

忘勿助之闢，乃是平地生波。」見明儒學案卷五十八第六十一頁。筆者擬

作專文討論兩人學術異同。

註十四:見陽明全書卷三第二0頁。

註十五:見陽明全書卷三第十二頁。
……叫…

註十六:見陽明全書卷三第十三頁。

註十七:見陽明全書卷二十六第十七頁「寄正憲男手墨二卷」。

註十八:見陽明全集卷二第十七頁。

註十九:同註(十八)。

註二十:見陽明全集卷二第十八頁。

註二一:見明儒譬譬卷三十七第八十一頁堂聽空寒，然該圖有誤。

註二二:見陽明全書卷二第十七頁。後來王龍澳論學，主「單提靈明J 以為宗旨，便

根據此。

註二三:見陽明全書卷三第五頁。

註二四:學生問 r此知恐是無方體，最難捉摸。 J 屋里答 r良知即是易。其為道

也屢遠，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耍，惟變所

適。此知如何捉摸得? J (見陽明全書卷三第二十七頁)學生的意思太指本
體之超形象言，盟盟答以變動不居，有些兒所問非所答。「但良知即是易J

甚是，易有「易」、「變易J 、「不易」三義，皆就太體言。此以變易答，

亦無不可。

註二五:見陽明全書卷三第二十入頁。

註二六:見陽明全書卷二第二十二頁。

註三七:見陽明全書卷七第二十九頁 r'l昔陰說」。

註二八:見陽明全書卷二第九頁。

註二九:見陽明全書卷二第十七頁。

註三十:見陽明全書卷二第十七頁。

註三一:見陽明全書卷三第十三頁。

註三二:見陽明全書卷二第二十一頁。

註三三:見陽明全集卷二第二十入頁「答羅整奄」書。

註三四:見陽明全書卷二第入，頁「答顧東橋」書。

註三五:見陽明全書卷三第二、三頁。

註三六:見陽明全書卷三第十四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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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三七:見陽明全書卷二第三十三頁「答聶丈蔚」書。

註三八:見陽明全書卷二十六第四頁「大學問J 0 

註三九:見陽明全書卷三第二十六頁。

註四十:見陽明全書卷三第二十四頁。

註四一:見陽明全書卷二第二十四頁。

註四二:見陽明全書卷二第十一頁。

註四三:見陽明全書卷二第二十四頁「答歐陽崇一」書。

註四四:見陽明全書卷七第十二頁「大學古本序」。

註四五:見陽明全書卷二十六第四頁。

註四六:見陽明全書卷二第二十五頁答歐陽崇一書。

註四七:男茍于解蔽篇。苟子的心只主靈明，不主義理。

註四八:見陽明全書卷二第二十五頁。

註四九:見陽明全書卷三第十六頁。

註五十:見陽明全書卷三第十六頁。

註五→:見陽明全書卷三第十二頁。

註五二:見陽明全書卷五第五頁。

註五三:劉華E山以為自沙、陽明兩人學問最相近，奇怪何以陽明從不提及自沙。其

實「色色信他太來」正是自抄語。盟盟必熟知白沙學說，故在不知不覺中

用出。

註五四:見陽明全書卷三第二十七頁。

註五五:見陽明全書卷三第十四頁。

註五六:見陽明全書卷二第二0頁。

註五七:見陽明全書卷一第十二頁。

註五八:見陽明全書卷一第十五頁。

註五九:見白沙子全美卷三第十二頁「與賀克恭黃門」書。

註六十:見陽明全書卷一第九頁。

註六一:見陽明全書卷一第十二頁。

註六二:見陽明全書卷三第四頁。

註六三:見陽明全書卷二十六第四頁「大學問」。

註六四:見陽明全書卷一第三頁。

註六五:見陽明全書卷一第九頁。

註六六:見陽明全書卷二第十五頁。

註六七:同註(六六)。

註六八:岡註(六六)

註六九:見陽明全書卷二十六第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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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七十:見陽明全書卷三第二十六頁。

註七一:見陽明全書卷一第八頁。

註七二:見陽明全書卷一第二0頁。

註七三:見陽明全書卷三十四第三0頁。

註七四:見陽明全書卷一第二十四頁。

註七五:見陽明全書卷三第十一頁。

註七六:見陽明全書卷一第二0頁。

註七七:兒明儒學案卷十二漸中王門學案二第七頁。

註七八:兒明儒學案「師說J 第五頁。

註七九:見陽明全書卷二第二十九頁。

註入十:見困知錄(正誼堂叢書)卷二第六頁。

註入一:見困知錄卷一第一頁。

註入二:見陽明全書卷一第五頁。

註八三:見陽明全書卷五第八頁「答舒國用」書。

註入四:見學草通辨卷十一第一六六頁。

註入五:見明儒學~卷十姚江學案第五十六頁。

註入六:同註(入五)。

註八七:見日知鋒(明倫出版社)卷二十一第五四0頁。

王陽明的致良知

註八八:王船山、陸隸書言見黎傑明史(九思出版社)第三九六頁引。

註八九:見正誼堂叢書王學質疑卷五總論。

註九十:同註(八九)。

註九一:見陽明全書「舊序」第一頁。

註九二:見陽明全書卷三第十四頁。學生請陽明講明致良知功夫，陽明答 r此亦

獨自家求，我亦無別法可道，昔有一禪師，人來問法，只把塵尾提起， ... 

...我這筒良知，就是法的壟尾，舍了這筒，有何可提 ?J

註九三:見明儒言行錄(商務印書館四庫珍太)卷入第三十九頁。以下諸引應闢寅

之語不再附註，皆見第三十九頁至第四十五頁間。

註九四:見陽明全書卷二第十一頁「答顧東橋」書。

註九五:見陽明全書卷一第二十五頁。

註九六:見陽明全書卷一第三0頁。

註九七:見黃民日鈔(商務四庫珍本二集)卷三十七第三十六頁。

註九入:見黃民日金會卷三第七頁。

註九九:見張君勘作比較中日陽明學(中華文化出版委員會)。

註一00: 見陽明全書卷五第三頁。

詮一0一:見陽明全書卷三第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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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O二:見陽明全書卷五第十四頁及卷二第二十五頁。

註-0三:見陽明全書卷一第十九頁。

註-0四:見陽明全書卷三第四頁。

註-0五:見學菁通辨卷四及卷五。

註-0六:解經牽從已意以「格物」說為最，華陰王宏會專文論之，詳見正學隅見

述(商務四庫珍木五集)。

註-0七:見陽明全書卷一第六頁。

註-0八:見陽明全書卷一第二十三頁。

註一0九:見明儒學案卷五十八東林學案第五十二頁。

註一-0: 見日知錄卷二十第五三四頁「科場禁約」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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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s on the Realization 0[1頁e Innate Good" 

Wang Yang-ming's 

“ Teachings o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Innate Good " 

Yu-fu Chen 

Department of Chines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bstract] 

Yang兮-mi扭ng Wang (1472 一 1529) offered 

. teachings in 1522, and developed an idea1istic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αIANI昀SM

that denied the ra前ti泊ona祉1i誌st“ic dua1ism of the orthodox ph趾i1osophy of CHU, HSI. . 
There are three meanings in his CONSCIONCE 一位le First Cause, Congenita1 

Reason and Sense. “The Study of Conscience" means to apprehend the First 

Cause, to obey self-conscience and to c1ear one's mind. He believed that universa1 

mora1 law is irmate in numan beings and disconerable through selιcultivation. 

In contrast to the orthodox Confucian reliance on classica1 studies as' a means 

to selιcu1tivation， he stressed self-awareness and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Teachings of Yang-ming Wang had had a great civilizing influence on the 

contemporary in-tel1igentsia. One school of his followers emphasized the 

achievement of mystica1 enlightenment in manner strikingly simi1ar to 

ZENBUDDHISM ‘ which has coused many philosophers to refute his teac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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